
距离西泰山景区十公里的泰

山村，一幢幢漂亮的小洋楼整整

齐齐地排列在宽敞整洁的水泥路

边，每一幢楼的墙面上都挂着“产

业兴旺”四个大字，阳光下，村民

赵长发正拿着耙子摊今年丰收的

玉米棒……

“2012年，村里统一新建了泰

山社区，我们就搬了进来。”赵长发

说，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外打工，

一个在家开面馆，我和老伴带着五

个孙子孙女。

今年60岁的赵长发家有11口

人，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家，但没有分

家。三层的洋房临着路边，一楼是

大儿子开的“赵家刀削面馆”。

“面馆今年因为疫情生意不好，

去年生意好的时候一天收入两千多

块。”当记者询问老赵面馆好的时候

一年收入多少时，老赵神秘地说：

“没多少！反正一年熬羊汤就需要

百十头羊吧！”

“泰山村全村261户，像赵长发

家这样经营饭店和农家宾馆的有

150多家。”该村村主任王延彬说，

旅游的带动太明显了，期望疫情快

快过去！

“加快旅游业的发展,激发绿水

青山的生态红利，是对‘两山’理论

最直接、最生动的实践。”张自立说，

“两山”理论的精髓，实际上就是把

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建立起人

与自然浑然一体、和谐共生的良性

循环。

沿着泰山村整齐的街道漫步

前行，来自郑州、新乡租住的游客三

五成群悠闲自得，抱着小孩的老人

满脸幸福洋溢。曾经的“前街、后

街”也已经更名为现在的“德治街、

法治街和富民街”，山坡满目青翠，

环绕泰山村的河水清澈，“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红色大招牌，在秋

日的阳光照耀下分外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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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山”理论的付店样本
□本报记者黄红立实习记者赵明星通讯员韩冰文/图

嵩县“80后”小伙张健

生态羊肚菌 撑开致富伞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罗孝民王博

2019“中国书法·年展”
将在新安举行

付店镇位居伏牛山腹地，汝河的支流靳村河和斜纹河穿境而过，小型水库有10座，是“醉美”汝阳的南大门。
这里有一个沉睡了1.2亿年的特大型钼矿，储量居全国首位，钼矿开采曾是该镇的支柱产业，矿洞最多时有200多个。矿产资源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也造成了

生态环境不同程度的破坏。
时光移易。近年来，付店镇将“两山”理论作为破解当地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共生问题的“发展钥匙”。
如今，付店镇山清水秀，山野绿了、乡村美了、旅客来了、产业有了、村民富了，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康养小镇，山水付店”生动地将“两山”理论破土生根，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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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在嵩县德亭镇南台村天

富盈合作社的100多亩羊肚菌种植大

棚里，“80后”小伙张健正在不停地忙

碌着，他是这个合作社的总经理。

2017年4月，33岁的张健积极响应

政府号召，回乡尝试创业。一次偶然的

机会，他在该村五丈山上发现了大量的

野生羊肚菌，灵光一闪，他找到了一个

商机。初生牛犊不怕虎，想到了就干，

他多方筹措资金20多万元，先后到四川

省绵阳市食用菌研究所、四川省农科

院、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专门系统学

习羊肚菌的菌种培育和种植技术，2018

年年初他人工种植羊肚菌获得成功，亩

均产量300多斤。

羊肚菌种植科技含量高，稍有偏差

就会大量减产甚至绝收。“为了解决这

一难题，我们成立了攻关团队，并与洛

阳师范学院合作，向科技要效益，成功

攻克了羊肚菌母种基因检测技术，实现

了稳产高产，具备了大面积推广的条

件，目前全国掌握这项核心技术的只有

两家，一家是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另一家就是我们！”张健信心满怀。

闲谈中，他又从冷冻柜里拿出一根

试管，宝贝似的捧在手中，高兴地说：

“这是我今年新研发的，是从当地山上

的野生羊肚菌中分离提取而成，经过三

年的驯化，目前这支小小的试管菌种，

可以供1亩地的羊肚菌种植呢！产量能

保证在每亩五百斤到六百斤，现在的市

场价是鲜品每斤150元，一亩的产值不

低于四万元。羊肚菌每年12月份种，到

翌年三四月份就结束了，还能再种两轮

蔬菜，整个园区全年的增收能达到700

万元，算是一个高效农业。”

为扶持产业发展，德亭镇和南台村

党支部在劳动力、场地、培训、资金等方

面为他提供了一系列全方位的服务，目

前流转耕地138亩建设标准化种植大棚

147个，张健通过原料购进、土地流转、

进厂务工、租赁大棚等多种合作形式，

累计带动周边贫困户124户370余人发

展产业，使每户每年增收在8000元以

上。

今年，该合作社立足嵩县、面向全

省，通过免费提供技术指导、后期产品

全部回收的方式，已辐射带动嵩县大

坪乡、黄庄乡、旧县镇和汝阳县内埠镇

等县内外多家标准化种植基地实现共

赢发展。他的企业也先后被评为“洛

阳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嵩县“优

秀带贫合作社”和德亭镇“优秀带贫帮

扶企业”。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通讯员杨红梅
陈花容 郭建立)9月5日，记者从洛阳市

新安县有关部门获悉，备受瞩目的2019

“中国书法·年展”暨首届千唐志斋唐楷

高峰论坛将于9月26日、27日在新安县

拉开帷幕。本次系列活动除展出全国

500余幅作品外，还将邀请20余名书法

界知名专家和书法爱好者齐聚一堂，围

绕千唐志斋唐楷主题，进行学术交流和

思想碰撞。

新安历史悠久、文化厚重，作为该县

文化名片的千唐志斋博物馆，为已故辛亥

革命元老张钫先生在家乡所建，是我国唯

一的墓志铭博物馆，收藏唐代墓志千余

方。它不仅是一部石刻唐书，具有证史、

纠史、补史的史料价值，也是书法的圣

地。唐代书法名家纷呈，流派迭起，在这

里都可以追溯它们的源头，因此，千唐志

斋又被称为“一部唐代书法演变史”。

近年来，新安县依托丰富的旅游文

化资源，大力实施“文旅兴县”战略，有

力提升了该县文化自信，推动了当地文

化繁荣，荣获“中国旅游强县”“中国书

法之乡”称号，千唐志斋成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二级博物馆、4A级

旅游景区。该县各界研习书法蔚然成

风，有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18人、省书

法家协会会员110余人、市书法家协会

会员200余人，各类书法教育、培训场

馆45所，书法沙龙20余个。为大力实

施“文旅兴县”战略，全面展现千唐志斋

作为中国唐楷研究基地的品牌形象，巩

固新安县“中国书法之乡”优秀成果，弘

扬中国唐楷艺术“正大气象”精神，新安

县人民政府联合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

书法出版传媒集团、河南省文联、洛阳

市委宣传部等单位特举办此次活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主体内容共六

项，分别是 2019“中国书法·年展”全国

楷书名家邀请展、2019“中国书法·年

展”全国楷书作品展、2019“中国书法·

年展”唐代楷书研究和当代楷书发展论

坛、千唐志斋《隋唐楷书百志》当代名家

学术题跋展暨千唐志斋研究院揭牌仪

式、首届千唐志斋“蛰庐奖”颁奖晚会、

新安县中国书协会员作品展等。

活动组织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2019“中国书法·年展”暨首届千唐志斋

唐楷高峰论坛的举办，将会把更多书法

界的目光引向千唐志斋博物馆，使千唐

志斋博物馆的书法价值得到更有力的彰

显和传播，进而传承和弘扬唐代楷书的

正大气象，推动和引领当代楷书的健康

发展。

付店镇是汝阳县境域面积最大的乡镇，总面积216平

方公里，是洛阳市森林覆盖率最高的乡镇，森林覆盖率达

96%。

近年来，付店镇以党建引领，生态立镇，按照农业特色

产业发展与村集体经济、脱贫攻坚、农民增收“三结合”的

思路，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因地制宜，将镇域

内的14个行政村以地域优势划分为大步湾、泉水沟、炎黄

谷三大沟域产业经济带，依托绿水青山，发展绿色生态产

业项目。

9月2日，周三，是汝阳县脱贫攻坚帮扶日，付店镇的

党委书记张自立和汝阳县纪委监委的帮扶人正在曾经的

贫困村火庙村忙活。

村民谢智会刚从村后头的香菇大棚干活回来，一边招

呼着扶贫干部们坐下，一边乐呵呵地拿着毛巾擦汗。“我今

年59岁了，活了大半辈子，做梦都没想过还能住上小洋

楼！”

谢智会原是火庙村建档立卡贫困户，这几年正在发展

香菇种植。“去年种的15万袋香菇就收入了十多万元，年

底就脱贫了！”谢智会说。

“现在咱住着小洋楼，开着小汽车，不但衣食无忧，就医、

购物都十分方便，村里的水泥路一下通到县城，坐早上七点

半的公交车，不一会儿就到县城了。”谢智会满脸幸福自豪。

付店镇14个行政村，其中有火庙和松门两个贫困

村。全镇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701户2519人。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产业是根本。”付店镇党委书记

张自立说，山水要“绿”，产业更要“绿”。付店镇规划的产

业从香菇种植、生态蔬菜到高山菊花、果树种植都以绿色

生态为本，让绿色生态产业镶嵌在绿水青山之中，把美丽

生态转化为富民产业，让群众吃“产业饭”。

在石柱村香菇产业基地，68个香菇大棚甚为壮观。该

基地负责人是当地种香菇的能手江俊杰，他今年48岁，种

植香菇已经26年，是汝阳县食用菌协会的副会长。

“外县要年薪50万元聘请他当技术员，我和书记上门

做工作，说服他留在家门口带领父老乡亲奔小康。”付店镇

镇长兰建武说，镇里投资600多万元，建起68个大棚和两

座冷库，采取贫困群众承包、公司代养等模式，把香菇产业

做大做强。

据江俊杰介绍，付店镇种植的广温菇，已经实现了一

年四季可以生产新鲜的香菇，一个菌棒可以采摘十次，实现

效益15元。

“在江俊杰的带领下，一个石柱村就种植香菇250万

袋，全镇9个村种植香菇1500余万袋，年收益75000多万

元。”兰建武说。

在火庙村菊花种植基地，高山贡菊已经次第开放。

汝阳县丰庆农业合作社负责人郭红晓说：“付店镇山

清水秀，海拔在750米和850米的区域，非常适合菊花生

长，目前合作社在火庙村、石柱村、松门村和泰山村共种植

菊花近千亩，种植观赏菊30万株、180亩，有北京菊、贡菊、

金丝皇菊和婺源皇菊四个优质品种。”

为了支持菊花产业的发展，付店镇不仅设计了统一的

商标“外方山”，还投资170多万元，建起了15条现代化的

烘干生产线，让合作社和群众放心种植。“火庙村仅仅菊花

种植一项就可以为村集体增收20多万元。”火庙村党支部

书记张爱军说。

在付店镇马庙村猕猴桃种植基地，水泥柱、滴灌管道

和攀着铁丝的猕猴桃藤叶，充满勃勃生机。

马庙村党支部书记郭春玲说，我们村属于泉水沟沟域

经济产业带，一共有5个村，我们村主要种植猕猴桃，现在

已经发展了300多亩，拔菜村和付店村以种植水蜜桃树为

主，银鹿村以种植柿子树为主·····

4A级西泰山景区山峻、石奇、

花妍、水清、林密、洞幽，是休闲度

假、避暑养生的绝佳胜地。

西泰山景区10万亩的野生杜

鹃，是中原地区面积最大的高山杜

鹃区域。“洛阳看牡丹，汝阳看杜

鹃”已经成为洛阳旅游的一张名

片。因此，付店镇素有“杜鹃小镇”

的美誉。

西泰山景区位于付店镇牌路

村，2000年景区开放，通过20年的

发展，如今的牌路村已经改为牌路

社区，社区已成为“风情小镇”，家家

经营农家宾馆和民宿，农家宾馆依

山傍水、错落有致，人均住房面积达

到51平方米，全部通上了水泥路、

自来水、有线电视、宽带，电力、通信

等条件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学生上

小学、幼儿园不出村，购物有超市，

文化娱乐有广场、图书馆，看病有卫

生室······ 人均纯收入从2000年

的 2730 元 ，增 加 到 2019 年 的

21000元，牌路社区先后获得中国

最美休闲乡村、中国乡村旅游模范

村、河南省美丽乡村等荣誉称号。

“一个景区带动了一个村富

了，更要带动一方经济。”张自立说，

2012年，洛阳鑫宏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落户付店，先后对西泰山景

区建设投入5.3亿元，对景区道路、

景点设置、引圣水湖水和高压电至

炎黄峰、污水处理厂、污水管线、20

个沟域塘坝、23800平方米的生态

停车场等配套设施进行修缮。

为了以旅促农，在付店镇党委

的支持下，2015年，洛阳鑫宏集团

专门成立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9月2日，在河庄村洛阳鑫宏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办公室，总经理

赵伟说：“公司流转了牌路、西坪、泰

山、河庄、苇园等5个村3200亩土

地创建田园综合体，主要种植景观

林和经济林，目前，景观树已达65

万棵。经济林主要是樱桃、酥梨、苹

果、桃树。”

河庄村贫困户解寅晖已经66

岁，在鑫宏农业打工已经两年，每月

收入两千多元。“仅仅2019年，公司

就支付劳务工资180万元，最多的

时候用工近百人。”赵伟说。

“西泰山景区流转土地的5个

村，也是镇里规划的炎黄谷沟域经

济产业带的区域，通过景区以旅促

农，拓展了景区的产业链条，带富了

一方百姓，辐射带动1323户5853

名群众受益，辐射距离将近20公

里。”张自立说。

走向我们的走向我们的小康小康生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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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区全貌

洛阳乡土人才洛阳乡土人才 系列报道

白笔筑童梦 金心育雏鹰
（上接第二版）
白金的妻子也是一名代课老师，工作

学校离家很远。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白
金的妈妈还在工作，她自己一个人带孩子
做饭。白金离得远，只能周末回来，陪她
说话的人都没有。她得了产后抑郁症，常
常自己一个人抱着孩子哭泣。

二胎时，婆婆帮忙照顾孩子，她为了
工作坐完月子就去上班。每天骑着摩托
车一天四次往返家里喂奶，学校晚上有时
候开会十一点多才放学，她自己一个女孩
子心惊胆战地摸黑回来。晚上她也都是
自己带着孩子睡。

家里养着两个孩子，白金还有一个妹
妹正在读中学，经济一直很紧张。可是白
金每周回来都要买上大包小包的东西带
去学校给学生，还常常去蛋糕房亲手做蛋
糕给孩子们吃。善良的妻子从无怨言，她
懂得丈夫对孩子们的心，并且支持丈夫所
做的一切。

说起白金，她总是无限的怜惜。她去
过几次白金的学校，路途遥远不说，白金
所谓的宿舍其实就是在办公室里搭了一
张硬硬的木板床，简陋到极致，上边只有
一个破旧的摇摇欲坠的吊扇。她觉得难
过的时候，想想白金受的苦，就把委屈咽
回了肚里。

她只是愈发温柔体贴，常常叮嘱白金
注意自己和孩子们的安全，注意身体，不
要太劳累。家里有她在，让白金一切安
心。

每逢周末，白金都是周六匆匆地回，
周末上午再匆匆地来。从西簧乡到县城

需要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中巴车上颠簸五
十分钟，再倒公交。白金每次都是空着手
回家，抱一堆东西回校。有给孩子们的笔
和作业本，各种零食，给孩子们做好的蛋
糕，还有一些玩具。

很多时候车上都没有座位，白金就一
路站着，小心翼翼地抱着他带的东西，生
怕蛋糕被挤坏了好看的形状。

白金提前过来，是为了带着孩子们去
附近玩耍，带着他们春游、野炊、观察动植
物、讲自然知识、传授生活技能、体验赏石
的乐趣。比起自己的小家，这里的学生更
需要他。也因为这些孩子，他对家人亏欠
诸多。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可是
白金在自己清贫的情况下还怀着一颗热
忱的心，像太阳一样散发无限光芒。爱来
不及等待，不是有能力才去做的事情，而
是无论什么时候都有一颗给予的心。

白金说，自己是一片春茶，他喜欢把
苦涩留在心底，只把清香散发。

匹夫有责，他引导学生助力战“疫”

2020年春节很不寻常，一场突如其来
的疫情打破了所有的安宁。

白金敏感地察觉到了疫情的危险性，
他在做好自身和家人防控的同时，时刻关
注着崖屋中心小学学生们的健康。大年
三十晚上，家人都围在客厅看春晚，白金
却忧心忡忡。班里很多学生的家长都在
外地务工，春节时从四面八方回来，他十
分担心孩子们的健康。

他不停地通过手机和学生家长联系，

了解家长务工地是否属于高风险地区，提
醒大家一定注意防护。并通过短信、微信
编辑很多疫情防控知识，引导学生家长和
学生正确防控。叮嘱学生家长有任何情
况第一时间通知他，有需要帮助的也尽管
告诉他。他的举动让学生家长倍感暖心。

作为与湖北省毗邻的乡镇，白金极度
牵挂着武汉人民的安危。他很想为武汉
人民做些什么，但他深知此刻作为一名老
师，他的职责和使命所在。

他遵循着“停课不停学”的指令，于2
月3日开始通过手机微信、班级小管家平
台、视频直播等形式给学生网上授课。事
前，他认真统计班级学生是否具备网络上
课的条件，对于家里没有网络手机的学
生，积极和其他学生家长、村干部联系为
学生送去能上网的手机，或者安排学生到
具备条件的学生家里一起上课。他根据
事先做好的教学方案，结合实际精心备
课，科学统筹课程内容，灵活运用线上教
学方式，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与网上教学相
互结合，充分利用微信授课与班级小管家
等为孩子们讲解批改。每次直播都重复
一句话：“放心，有老师在就一定不会让你
落下。”这句话后来也成了崖屋中心小学
所有老师的口头禅。

镜头前的白金依旧和课堂上一样慷
慨激昂，认真耐心地为学生讲课。可是有

很多事，学生和家长都不知道。1月30
日，白老师的妻子临产，因为体质的原因
不能顺产只能进行剖宫手术。刚出生的
孩子却频发状况，生命垂危，一度送入新
生儿救护中心。白金的妻子术后重度感
染，也进行了另一场手术。

一面是病床上的妻子，一面是抢救室
里的孩子，白金的神经绷到了极限。他常
常病房和抢救室来回跑，承受着巨大的压
力。

可就是这样的情况，白金也没有对学
校的通知说一个“不”字，所有的安排他都
是爽快地回答“好”。他不愿因为个人的
事情耽误一点工作，更不愿辜负一个学生
的期待。白金常说，家是小家，家里的事
都是小事，不应该影响一点工作。

开学后，当王长金校长了解到这一切
时，难过得久久说不出话，只是握了握白
金的手表达他无声的感谢。

为了丰富孩子们的学习内容，白金还
积极主动地与外界文学社的作家老师们
取得联系，把这些诗人、作家老师邀请到
自己的课堂上，教孩子们写诗、读诗。一
股股知识清流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了山里
的孩子们。

白金老师在讲好课的同时，还时刻关
注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他趁春节期间留
守儿童的父母都在家，就多次与他们沟通

孩子的学习教育生活问题。
学生李恬恬的父亲长年外出务工，奶

奶文化程度不高，白老师很担心她不能在
疫情期间正常学习。白老师到她家察看
孩子学习情况，并帮助调好“名师课堂”直
播频道，下载好了“班级小管家”。白老师
告诉恬恬爸爸：“您在外安心工作，孩子的
学习就交给我们。”

李圣洁同学的父母是再婚，平时还在
外地，过年时才能回来陪伴孩子几天。这
次因为疫情的缘故，孩子可以和爸爸待得
久一些。白金担心李圣洁心里有隔阂就
特意去家访，分别和她及她父亲聊了很
久。李圣洁和爸爸消除了误解，父女感情
终于变好。李圣洁的父亲感激地说，真是
太谢谢你了，有这样的好老师，我们真的
很放心。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难面前，是
培养教育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的最好时机。白金老师更是积
极引导，以疫情为素材，鼓励学生用书信、
手抄报等多种形式为武汉加油，为中国加
油。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诗歌的种
子。在白老师的启发下，孩子们内心的诗
歌种子被点燃，诗歌写作水平不断提高。
疫情期间，诗歌社团的孩子们一个个都拿
起手中的笔写下了为“武汉加油、为中国
加油”的诗歌。其中李俊博同学写的诗歌
《疫情过后》更是让人读来感人泪下。他
还带着孩子们用书画和手抄报制作了《给
武汉小朋友写一封信》。之后，白老师接
到了来自湖北省教育厅的回电，感谢该校

师生对武汉市所有师生的关怀。此事在
《南阳日报》刊发报道，引起了河南省教育
厅的关注。

近年来，白金的感人事迹先后被河南
省教育网、教育文摘、百度网，中华网等30
家网络报道，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可
是白金却说，这是鞭策他继续前进的动
力。

他心里始终有学生，把对家国的爱、
对教育的爱、对学生的爱融为一体，让教
育成为有温度的传承。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白金
是新时代的“后浪”，是中国梦的践行
者。他有情有梦有担当，默默地走在乡
村教育的道路上，不遗余力地散发光和
热，为山区孩子们的未来点亮了一盏
灯。脱贫攻坚的路上是他扶志扶智的身
影。他撑起乡村教育的短板，扬起每个
孩子梦想的风帆。他用脚步丈量生命的
厚度，用责任传播知识的火种，用奉献谱
写青春的史诗。他在这条时代的河流里
奋勇向前。

层层的山峦中，朝阳冉冉升起，这条
托举的道路，他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他
年轻的眼神明亮清澈，璀璨的初心闪闪发
光，似火的热情点燃了崖屋村寂寥的秋
天。他希望每个孩子都能飞到更高的天
空，到达更远的地方。

九月的崖屋村，万山将红遍，层林正
尽染，漫江已碧透。大山深处，这群幼小
的雏鹰正在奋力展开稚嫩的翅膀，努力地
向上飞翔。

希望在原野上升腾。


